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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中农业大学提出并
践行“三全育人、五育融通、师生
融乐、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荟
俊秀、荟资源、荟文气、荟活力，
致力于创设学生成长“全栖式”支
持系统，建设更人文、更开放、更
自在的学生社区。

荟俊秀，价值引领强信念

坚持党建引领，引导学生牢记
“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的殷殷
嘱托，自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一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进社区，围绕党的
二十大精神等设立专题80个，面向
学生开展“精读精讲”200余场。二
是推进“党建质量提升源头工程”
进社区，百个教工党支部与百个学
生党支部结对、千余名“红色导
师”与万名学生结对，实现组织互
建、党员互动、活动互联。三是推
进“本禹志愿服务精神”进社区，
通过志愿服务体验营等活动，让志
愿精神入脑入心入行。

荟资源，“三全育人”聚合力

坚持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推动育人资源和力量下沉社
区，建设托举学生成长成才的社区

“百米服务圈”。
一是弘扬“五同”育人优良传

统。形成常态化师生交流平台20余
个，校院两级领导班子、专职辅导
员、学院党委副书记、专业教师等
下沉社区，师生同吃、同住、同学
习、同劳动、同实践蔚然成风。

二是建设“1+X”学生社区公
共空间综合体。建成集学业支持、

就业指导、心理辅导、国防教
育、经济资助、宿舍服务于一
体的学生事务服务大厅和44个

学生驿站，集成1个信息门
户和“祝鑫工作室”等师

生自媒体矩阵，汇聚 5
个食堂、3个运动场

等 生 活 设 施 ，

以“百米生活圈”“线上+线下”满
足学生各类需求。

三是建设“狮山文谷”育人资
源集聚地。以区域内图书馆、博物
馆、体育馆、大学生活动中心等为
主要平台，联结并激活场所、师
资、物料等资源，为学生全面成长
和个性发展提供更广阔的教育机会
和实践平台。

荟文气，知情意行寓于境

坚持以文化人、以美育
人，引导社区师生“共同在
场”开展文化建设实践，构
建求真、崇善、尚美的意义
世界。

一是坚持“三品四转”加强
社区文化建设统筹。成立学校文
化建设委员会，校党委书记担任主
任；设立文化建设办公室，作为校
属实体管理服务机构；组建文化活
动项目组委会和执行团队，让有公
共文化服务意愿的师生参与，推动
社区文化活动向品质型、参与型、
涵育型、常态型转变。

二是依托“两季三节”创设社
区文化育人情境。每年举办毕业
季、迎新季、狮山读书节、狮山艺
术节、狮山欢乐节等高品质文化活
动600余场次，全方位浸润师生心
灵。

三是鼓励“自下而上”开展社
区文化活动立项。支持不同部门、
院系、社团、年级的师生通过自
荐、他荐及邀约等方式，策划、组
织和参与不限主题、不同类型的活
动。

荟活力，“五育融通”促发展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营造
支持学生多元发展、个性成长的社
区生态，激发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无限可能。

一是倡导“无交往不青春”。倡
导师生平等交流、深度互动，构建

“师生融乐”新型师生关系。鼓励学

生以专长、兴趣和志向为联结，开
展跨专业、跨年级、跨楼栋、跨身
份、跨国籍的朋辈交流，建设更具
活力的成长共同体。

二是倡导“无体育不青春”。坚
持开展环湖跑、每日全员早操等

“一跑一操一游泳”特色体育活动，
精心组织贯穿全年的800余场“狮
子山杯”系列体育赛事，把运动会
办成全员参与的“体育嘉年华”。

三是倡导“无创意不青春”。
鼓励学生结合学科优势和专业特
色开展创意实践、参加创新创业
赛事、参与校园文化创意项目招
投标。

通过持续努力，荟园学生社区
初步建成正气高扬奋发进取的红色
社区、环境优美生态文明的绿色社
区、健康向上品味高雅的蓝色社
区、文明和谐舒适温馨的橙色社
区、人才辈出成果斐然的金色社
区，校园景面文心、情景交融，学
生潜心问学、诗意栖居。 （郑越）

近年来，湖北工业大学秉持“共同缔造”理
念，通过构建“三级架构”、推行“四个下沉”、
打造“五类阵地”的“345”模式，积极打造良
好社区育人生态，助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构建“三级架构”
强化社区育人功能

学校出台《湖北工业大学关于推进“一站式”
学生社区建设的实施方案》，构建了“一站式”学
生社区“1+3+13”的三级架构。其中，“1”指一
个学校层面的学生公共服务中心，集学生综合事
务办理和多功能场地于一体，重点满足全体学生
的综合性服务需求；“3”指根据学生宿舍分布情
况，设置东苑、西苑、北苑3个园区服务站，重点
满足分区域水电保洁等生活服务需求；“13”指
结合各学院的学生分布设置在宿舍楼内的13个学
院社区驿站，共有100余间学生宿舍，重点满足
各学院个性化、“一对一”的教育管理服务需求。

坚持“四个下沉”
凝聚“三全育人”合力

学校积极践行“一线规则”，推动领导力
量、管理力量、思政力量和服务力量下沉学生社
区。一是领导干部带头下沉。校领导带头到社区
开展“校领导接待日”“梧桐有约·书记茶会”
等活动，“面对面”地为学生把脉问诊。二是学
工队伍全员下沉。各学院党委副书记带领辅导员
全部在学生宿舍办公，选派22名驻楼辅导员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生活，呵护学生成长成才。
三是教职员工分类下沉。选聘党政干部、专业教
师担任社区导师，要求班导师、健康导师、体育
导师、社团和竞赛指导教师常态化走进社区，及
时为学生答疑解惑。四是服
务人员全时下沉。宿管人
员、维修人员、安保人员等
24小时在岗在线，及时处
置社区各类突发事件。

丰富“五类阵地”
打造良好成长成才平台

学校秉持“共同缔造”理念，积极打造
“五类阵地”平台进社区，服务学生成长成
才。一是党建引领阵地。各学院驿站配备了
党委副书记办公室、辅导员工作室和党团活
动室，各学院拓展建设了党建宣传栏、党建
服务积分超市等阵地，常年开展党建引领活
动。二是文化浸润阵地。结合各学院学科专业
特点，在宿舍建设系列主题文化长廊、阅读
区、墙绘区等，推进以文化人。三是学业支持
阵地。选聘800余名学业导师、朋辈导师，常
态化开展学业支持活动。四是实践创新阵地。
建设多个学创中心、美育空间、劳育基地等，
方便学生参加实践创新活动，助推学生全面发
展。五是生活服务阵地。分园区建设集保
洁、水电、维修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站，分
楼栋建设自助洗衣烘衣、开水直饮水等功能
区，方便学生就近解决生活需求。此外，学
校还在社区建有征兵工作站、社区自管委员
会等，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征兵宣
传、文明创建等活动。

近年来，学校依托社区学业支持系统，学
风日益浓郁，学生学科竞赛排名上升至全国第
61位；依托社区征兵工作站，入伍学生数连续
多年位居全省高校前列，获评全国国防教育特
色学校；先后涌现出“全国优秀共青团干
部”、“全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获得者等
全国先进个人和“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全
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全国先进集体，获评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创建全国文明
校园先进学校”。 （闫锋 李云珂）

武汉东湖学院成立
以 书 记 校 长 为 “ 双 组

长”的建设委员会，新组
建“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

管理中心。先后投资2000余万
元新建 7000 平方米大学生活动中
心，改扩建125间学生宿舍新建10个

“社区驿站”，每栋教学楼新建42间
“成长服务站”。着力构建“六个维
度，五个力量，五育并举”的大党
建、大思想政治工作和大思政课程体
系“六五五”模式，形成具有武汉东
湖学院特色的“一站式”学生社区综
合管理新模式。

构建“六个维度”一体的
空间管理体系，探索全方位育人

在大学生活动中心建设“一站
式”综合服务大厅，构建线下“一站
式”服务体系，推动服务力量优化。
在学生寝室楼建设“社区驿站”，构
建“片长+楼长+层长+寝室长”的党
员服务体系，推动党建力量一线下
沉。构建“教师教学+辅导员督学+
学业导师导学”的学业指导服务体
系，推动教师力量协同引导学生成
才。在实验室建设“党建特色品牌创
新实践功能室”，以党建引领学生创
新实践，构建创新服务体系。在大学

生活动中心建设“学生自组织活动
室+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构建学
生“四自”体系。建设网上“一站
式”服务平台和“两微一端”等，构
建网络思政智慧服务体系。

构建“五个力量”一体的
协同管理体系，探索全员育人

推动党建力量、管理力量、思
政力量、教师力量、服务力量在学
生社区形成合力。党建力量引领。
创建“一寝室一个党员、一楼层一
个党小组、一楼栋一个党支部、一
片区一个党建工作中心”的“四个
一”大学生社区党建工作网络，打
造了“党员创新工艺社”“党员创意
梦工厂”“党员智慧创新工场”等党
建品牌。管理力量配合。联合学校
各单位各部门行政力量，多方配合
教育、管理、服务学生，维护校园
安全稳定。思政力量拓展。充分发
挥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学科方面的优
势，通过主题团日、“青年大学习”
等思政教育活动，年参学达到20余
万人次。教师力量协同。推动学术
骨干、学业导师、专业教师等进社
区，开展社团指导、专业辅导、科
创训练等，形成“一社团一指导教
师”“一班级一学业导师”。服务力

量优化。新建大学生活动中心、建
设“一站式”服务大厅等，开展

“服务卡进寝室”“健康包进社区”
工作，通过校领导接待日、“五联三
进”、学代会等多种方式，确保学生
诉求渠道畅通、问题及时解决。

构建“五育并举”一体的
学生成长过程管理体系，探索
全过程育人

做到德智体美劳“育人全过程
管理跟进”。思想解惑。以辅导员为
主，从学生入校开始，充分利用班
团会、查寝谈心等开展日常教育和

“一对一”思想帮扶。心理解压。构
建了覆盖全年级的课堂教学“一个
主渠道”、活动和咨询“两项常规工
作”、校家医“三位一体”、校院班
寝“四级联动”的“一二三四”心
理帮扶机制。学习解困。选派 215
名学业导师，指导学生开展知识学
习、项目实践、生涯规划等活动。
生活解难。生活上多方帮助，思想
上党员干部引导，学业上专业导师
指导，实践中创业中心主任“一对
一”辅导等。就业解忧。试点工作
开展以来，全校平均就业率达到
90%以上，212名学生通过“精准服
务”全部就业。 （湛俊三 卢波涛）

华中科技大学

积极建设“五融合五型”
“一站式”学生社区

华中农业大学

创新学生社区文化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湖北工业大学

推行“345”模式 探索社区育人

武汉东湖学院

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六五五”模式

近年来，湖北省全面推进“一站式”
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建设，各高校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党建引领，着力打
造体现时代要求、富有湖北特色、贴近学生实
际的学生社区，育人质效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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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华中科技大学紫菘学生
社区的学生党员活动中心

②华中农业大学本禹志愿
服务队及各分队在荟园学生社
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暨
公益嘉年华，张瑜服务队志愿
者向留学生介绍花卉种植知识

③湖北工业大学学生在学
生驿站中学习交流

①①

②②

③③

华中科技大学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积极推进“五融合五型”“一站式”学生社区建
设，即以“五个融合”的工作思路为指导，建设
先锋型、学习型、平安型、美丽型、活力型“五
型社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坚持“五个融合”

以深入开展“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为契
机，遵循“五个融合”的工作思路，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构建大思政工作格局。一是坚持党
旗领航，将思想教育与学生发展相融合；二是注
重统筹协调，将教育教学与学生工作相融合；三
是践行“一线规则”，将队伍下沉与社区建设相
融合；四是关注健康成才，将大数据精准关怀与
文化浸润相融合；五是坚持问题导向，将解决思
想问题与实际问题相融合。

践行“一线规则”

在“一站式”学生社区建设中，学校强化协
同管理，全员化育人队伍进驻社区。校领导带
头，带动机关干部、专业教师等1200余人走进
社区、走进学生群体。辅导员驻楼值班办公，与
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聘任1132名教师
担任班主任，覆盖全体本科生班级；聘任一批企
业负责人和优秀校友担任校外兼职辅导员，汇聚
多方育人力量共同参与“一站式”学生社区工
作，促进学生全面成才。

建设“三级体系”

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物理空间，因地制宜，科
学构建“学校—片区—楼栋”三级学生社区建设
模式，在学校层面建设“一站式”师生服务中
心、教学活动中心、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创新创
业中心等；在韵苑学生社区、紫菘学生社区、同
济学生社区、网安学生社区分别建设学生活动综
合体；在45个学生宿舍楼栋建设230余间学生活
动室，形成三级育人空间布局，实现思想引领、
学业发展、安全教育、文化浸润、智慧服务五大
育人功能。“一站式”师生服务中心现入驻单位
25家，开设服务窗口28个，设立24小时自助服
务区，设置自助服务设备21台，线上线下可办
理各类事项逾777项，已为师生群众办理各类事
项逾80万件次，服务满意率高。

打造“五型社区”

重点推进“夯实社区党建引领、建设学业发

展支持中心、构
建四级网格社区
安全机制、探索社区
心理服务模式、打造师
生创新共同体”等10条举措。

党建思政工作深入一线，
建设“先锋型社区”。建设区域党
员活动中心、楼栋党员活动室，在社区
组织“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大精神”主题展，定
期组织开展“支书达理”交流会、“听党话、感
党恩、跟党走”党史故事分享会等系列活动，打
造浸润式红色课堂。组建社区学生党员先锋服务
队，定期组织活动，让党员服务工作覆盖每一间
寝室。

学业支持队伍进到一线，建设“学习型社
区”。建设校院二级“学业发展支持中心”体
系，组织专业教师、辅导员、优秀学子三支学业
导师队伍常驻社区，打造社区专业课堂、社区名
师工作室，构建“大学生学业发展与大学规划”
等高校精品课程。

安全健康教育引到一线，建设“平安型社
区”。健全心理健康三级预防体系，举办“让艺
术走进心灵”系列文艺活动等，培育学生的健全
人格。构建“学校—学院—班级—寝室”四级学
生安全员工作体系，共聘任安全员7000余人，
覆盖全部楼栋、班级、寝室。在学生社区建设
200余平方米的大学生安全教育基地，通过VR
超感体验、AR互动模拟，让学生增强安全意
识、强化安全技能。

浓郁校园文化浸润一线，建设“美丽型社
区”。学校坚持28年共举办2449场人文素质讲
座，实现课内与课外互补、教师与学生互动的生
动局面。推动思政工作品牌化，将工作内容通过
形象生动的标识体现出来，形成潜移默化的育人
实效。定期举办“寝室美化大赛”“标兵寝室评
选”“能力提升工作坊”等活动，学生社区成为
知识碰撞、思维交流的文化阵地。

创新创业实践带到一线，建设“活力型社
区”。实施创新创业“双向百分百”计划，探索
建立“学生自主，强化实践，学科交叉，开放
融合”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联通育人、科
研、转化平台构建“双创”资源集聚网络，在
学生社区建设创新创业工作室。在前七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和近四
届“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竞赛
中，华中科技大学获得金奖的数量和获奖总数
均名列全国高校前茅。 （高翔 赵广燕）


